
自测检查 

1、在学习了那位埃塞俄比亚官吏和扫罗的归信主经历
之后（使徒行传第 8和第 9章），请把下列人名和与
之相应的事件相匹配，按照时间顺序，把它们标上

x-1，y-1，y-2等等。 
…….a 得到医治和受洗。        x) 埃塞俄比亚官吏 
…….b 在一次异象中，与耶稣    y) 扫罗 

基督相遇。           
…….c 受洗以表明信心。 
…….d 逼迫基督徒以讨好神。 
…….e 接受一个基督徒的解释。 
…….f 看到一道光亮和听到一个声音。 
…….g 在圣经里经历了耶稣基督。 
…… h 宣告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 
…….i 顺服耶稣。 
…….j 学习圣经寻求真理。 

思考题：在你开始一段友谊的时候，你能发现寻求与相

遇相关连的各种基本因素吗？或许你是孤寂的，遇上了

某个有吸引力的人，等等。有某种模式吗？你能够把这

些，鲁益师同你与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状况作比较吗？ 

2、归信主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独特的经历。对于那
些已经归主的人来说，下面哪些因素是特别的或非同

寻常的，哪些因素是平常的？在非同寻常的因素前面

的空白处写上 N，在平常的因素前面的空白处写上
U。 

…….a 看到了异象。 

 182



…….b 潜意识孵化。 
…….c 躁动不安的时期。 
…….d 寻求属灵的真实。 
…….e 哭喊和颤抖。 
…….f 认识到需要耶稣基督。 
…….g 感受到强烈的生命流。 
…….h 感到异乎寻常地温暖。 
…….i 接受了来自基督的新生命。 
…….j 得到新生。 
…….k 自动戒除了毒瘾。 
……..l 决定永远跟从耶稣。 

思考题：归信主与你曾经有过的其他激烈的个人经历有

何不同？你如何回应那些不同之处？ 

3、作为归信主的榜样的人们，在他们的生活中体现了很
多品质。把最好地体现了下列品质的人们，他们名字

的首个字母，写在所提供的空白处；如果没有人体现

了某个品质，则在该品质前面的空白处写上 x；如果
所有的人都体现了该品质，则写上 ALL。 

….a 智力上的怀疑         哈列斯比（O. Hallesby） 
….b 极其需要神    圣人桑德·辛（Sadhu Sundar Singh） 
….c 智力上的傲慢自大       倪柝声 （Ni To-Sheng） 
….d 委身和事奉             路易斯（C. S. Lewis） 
….e 真诚地渴望真理 
….f 在受逼迫的情况下忍耐 
….g 新的旨意 
….h 把伟大的理想付诸实践 
….i 逃避生活 
….j 杰出的学者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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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题：思考一下那些主导你生活的品质。你有哪些负

面的特性需要帮助克服？有哪些正面的特性需要帮助培

育？ 

4、请把下列各个层次的信心，配上与之相应的术语及其
定义，并把表示该术语和定义的序号，填写在所提供

的空白处。 
a  …… + ……口头信仰 
b  …… + ……理性信仰 
c  …… + ……行为信仰 
d  …… + ……完全信仰 
1) 行为体现 
2) 全面融合 
3) 智力上的理解 
4) 刺激反应之言语表达 
5) 口头表达和理解的信心与行为一致 
6) 言语与生活方式脱节 
7) 行为上所体现的理解 
8) 理性的信仰与行为脱节 

思考题：在不同的时候和对各种不同的事情，我们都会

持不同层次的信仰。在你的生活中，找出属于每一个层

次的某些事情，然后问问你自己，在你所花费的时间量

上，与你所持的信仰层次之间是否有关系。 

5、请指出下面的哪些描述，与意志型的人这个概念相一
致，并圈上其前面的字母。 

a) 追求情感上的经历 
b) 追求经历真理 
c) 把情感的经历附属于理智的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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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根据所感到和所理解的真理来采取行动 
e) 弃绝任何情感经历 
f) 渴望把信仰和经历结合起来，体现在一致的行为上 
g) 不能容忍对待宗教的理性方法 
h) 接受情感的有效性 
i) 宣称有了全部答案 
j) 决定认同耶稣基督 

思考题：在人的心灵里，理智、情感和意志这三个领域，

显然是难以分割的。然而，请思考，你自己一直以来主

要是一个“理智的人”，还是一个“情绪化的人”，你是

否预备自己成为一个“意志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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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测检查题答案 

1、a  y-5      b  y-3       c  x-5        d  y-1 
   e  x-2      f  y-2       g  x-3        h  x-4 
   i   y-4      j   x-1 

2、a   N      b   U       c   U       d   U 
   e   N      f   U       g   N       h   N 
   i   U       j   U       k   N       l   U 

3、a   OH，CSL 
   b   SSS 
   c   X 
   d   ALL 
   e   OH，SSS，CSL 
   f   SSS，NTS 
   g   ALL 
   h   NTS 
   i   X 
   j   OH，CSL 

4、a  4) + 6) 
   b  3) + 8) 
   c  1) + 7) 
   d  2) + 5) 

5、b)，c)，d)，f)，h)，和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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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互动练习 

学生互动练习 A 

1、请把下列关于真理的标准，配上最佳地描述了该标准
的句子。把相应句子的序号填空。 

…….a 情感           1）实际，但是常常过分高 
…….b 直觉              度概括。 
…….c 实用主义       2）具有稳定的影响力，但是 
…….d 感官认识          过度依赖来源和传播。 
…….e 系统一致性     3）太过主观，又是人个性 
…….f 传统               的一个重要部分。 
                     4）与事实密切相关，又体现了

一致性。 
                     5）所经历的真理的根源，但是

有时候会不完全和不准确。 
                     6）强有力，但是会因为环境而

改变。 

2、即使我们不能明白所有的真理，但是我们可以给它下
定义。从一个基督徒的视角来看，什么是真理？ 

………………………………………………………………
………………………………………………………………
………………………………………………………………
………………………………………………………………
……………………………………………………………… 

3、请从下面每一个栏列中，选出适当的序号，把关于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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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 价值论的             1）设计论证据 

b….. +….. 宇宙学的             2）第一原因证据 

c….. +….. 本体论的             3）神的观念之证据 

d….. +….. 目的论的             4）价值论证据 

5）安瑟伦（Anselm） 

6）阿奎那（Aquinas） 

7）康德（Kant） 

4、虽然第三道互动练习题所列举的论据，被认为是“科
学知识”，但是这些论据不能证明神的存在。这类论

据的缺点是什么，根据基督教，我们如何能够知道神

的存在。 

………………………………………………………………
………………………………………………………………
………………………………………………………………
……………………………………………………………… 

5、下面哪些句子，证明了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请选出
相应的句子。 

a) 门徒们需要某个人成为弥赛亚。 
b) 耶稣的降生、死和复活，完全与预言相符。 
c) 耶稣的特性证明了他自己的宣言。 
d) 耶稣称呼神为“天父”。 
e) 从道德上来讲，门徒们不可能编造耶稣复活的故事。 
f) 宗教领袖们认同耶稣宣称自己是神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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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有五百名见证人，可以证明他的复活。 
h) 耶稣预言了他自己的死和复活。 
i) 耶稣的身体从来没有被找到；那座坟墓是空的。 
j) 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标志着神的赞许和他的权柄。 

学生互动练习 B 

无论你的看法如何，请发表你对本课程的意见。在

你停止学习本课程的时候，无论是否完成了学习，请尽

可能完整地完成互动练习 B。 

总的来说，我认为本课程…………………………… 

具体地来说， 

第一课…………………………………………………… 

第二课…………………………………………………… 

第三课…………………………………………………… 

第四课…………………………………………………… 

第五课…………………………………………………… 

个人学习和自测检查…………………………………… 

…………我已经完成了本课程的学习。 

…………我从第…..课之后，停止了本课程的学习。
因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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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我希望本课程更多地阐述……………………… 

………………………………………………………………
………………………………………………………………
………………………………………………………………
我对类似于下列主题的研究感兴趣……………………… 

………………………………………………………………
………………………………………………………………
………………………………………………………………
………………………………………………………………
签名………………………………………………………… 

姓名………………………………………………………… 

地址………………………………………………………… 

电话…………………………………………. …………… 

学生互动练习 C 

你可以在任何时间完成这一试卷，并把它寄给指导

老师。 

你不必感到任何压力来完成这一试卷；把那些你真

诚地认为描述了你个人情况的句子打上钩号。是否完成

这一试卷，是你自己意志的聪明决定。 

……. 我已经在圣经中，阅读了有关耶稣基督的情况。 
……. 我已经明白到耶稣宣称自己是神独一无二的儿

子，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 我已经认识到，我需要耶稣所应许的新生命。 

 190



……. 我已经祈求耶稣基督赦免我过去的罪，并赐给我
新的生命。 

……. 我已经决定，把整个生命奉献给耶稣基督。 
……. 我已经决定成为耶稣基督的跟从者。 
……. 关于成为一位基督徒意味着什么，我希望得到更

多阐释。 
……. 希望与某个人谈谈我理解上的各种困难。 
……. 希望得到我在本试卷背面，所写出来的各种问题

的答案。 
……. 我希望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其他委身的基督徒。 

签名……………………………………………………… 
名字 ……………………………………………………… 
地址 ……………………………………………………… 
电话 ……………………………………………………… 

6、人们常常通过他们不是什么来判断基督徒。请写一段
话，阐述成为一位基督的门徒意味着什么。 

………………………………………………………………
………………………………………………………………
………………………………………………………………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圣经与文学作品没有任何不同；而

在另一种意义上来说，圣经完全不同于文学作品，因为

它是神对人的启示。下面哪些方法可以推荐用来聪明地

学习圣经，因为它是“文学作品”（在其前面的空白处标

上 L）？下面哪些方法，可以把它作为特别的“圣经”
和神的话语来推荐（标上 B）？哪些方面则根本就不推
荐（标上 X）？ 
…….a 阅读创世记第 1 章和启示录第 22 章；猜测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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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b 聪明和系统地阅读。 
…….c 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查阅百科全书和字典。 
…….d 首先阅读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 
…….e 当你阅读的时候，祈求神的帮助。 
…….f 根据新约圣经来理解旧约圣经。 
…….g 把你的观点强加于经文。 
…….h 努力用作者使用该词语的本意，来理解话语。 
…….i 阅读各种评注，但不阅读经文。 
…….j 在阅读经文之前，先解决它的难点。 
…….k 让你的生命接受经文信息的影响。 
…….l 区别叙述语言和形象语言。 
…….m 在你不理解某些事情的时候，进行祷告。 
…….n 阅读从而明白神对你讲了什么。 

7、请列举出，哪些论据可以用来说明圣经是绝对的权
威？并在你认为最有说服力的论据下面画上下划线。 

………………………………………………………………
………………………………………………………………
………………………………………………………………
……………………………………………………………… 

8、这是一位年轻的比利时妇女归信主的经历。请认真阅
读，然后开始甄别后面的问题。 

1）她曾经是一位文化上的基督徒，对她来说，参加礼拜
不过是一种机械行为。 

2）在学生时期，她接受了唯物主义哲学，放弃了参加礼
拜。 

3）她涉猎了催眠术和招魂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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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她有很多家庭问题，已经到了自杀的边缘。 
5）她开始接触一位外国学生，这位外国学生是一位博学
和委身的基督徒。 

6）她对这位学生，为了某一粗心行为道歉而感到好奇。 
7）她用逻辑论据，来反驳这位学生关于基督的见证。 
8）虽然仍然与那位学生保持联系，但是她有意忽视他劝
自己阅读圣经的激励。 

9）七个月之后，她突然得到了关于自然美的启示。 
10）带着这个启示，她迫不及待地阅读了福音书。 
11）她迅速地阅读了福音书，但是没有真正理解。 
12）虽然她觉得圣经令人乏味，但还是愿意继续阅读它。 
13）她认识了越来越多博学和委身的基督徒，他们的平
安和成就感，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 

14）她认识到生活可以是充满意义的，她的各种问题是
可以解决的。 

15）有了本质上对于神的宗教经历和对她所交往的基督
徒们的效仿，她认为自己已经是一位基督徒了。 

16）她认识到自己还不是一位基督徒，因为她没有改变
生命的重生经历。 

17）她感觉和明白到需要耶稣基督，并自觉地决定把自
己委身于基督。 

18）她阅读了一本小册子，这本小册子向她指出了成为
一位基督徒的若干步骤，她遵从了这些教导。 

19  没有出现任何归信主的外在表现的时候，她产生了
怀疑，但是她做出了抵制这些怀疑的自觉决定。 

20）她开始根据某种学习，指导慢慢地阅读圣经。 
21）通过学习圣经和学习指导书，她的各种问题开始得
到解决。 

22）她与“大学行动”中的基督徒们，建立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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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通过阅读圣经，她深信自己必须接受洗礼，并参加
其他委身的基督们的圣餐。 

24）她有了新的自我价值观念，这种新观念取代了她过
去的自卑情结。 

25）她学会了接受她的各种家庭困难，建立了稳定的家
庭关系。 

26）她找到了一份工作，在工作中得到了满足，也受到
了赏识，并致力于培育一种和谐一致的基督徒生活

方式。 

你认为上述哪些句子，清楚地说明了归信主的某个

方面？把相应句子的序号填空。 

…….a 躁动时期 
…….b 潜意识孵化 
…….c 寻求真理 
…….d 归信主 
…….e 一致性 

你认为上述哪些句子，明确地表明了下面每一个句

子所阐述的真理？把相应句子的序号，填写在空白处。 

…….f 宗教经历必须与耶稣基督的客观事实密切相关。 
…….g 很多人的信心，都只是停留在口头层面。 
…….h 当信仰明智和自觉地转变为行动的时候，才能导

致归信主。 
…….i 成为一位基督徒，并不意味着自动脱离所有问题；

但是成为一位基督徒，确实是有了盼望。 
…….j 对基督徒们来说，首先要有信心，接着才能理解。 




